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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披露，

去年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额约94.1万亿元，年

增长13.3%，主要由存款及现金的增长、投资性

房地产总值增长所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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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在“宝宝军团”大举冲击活期存

款之际，部分商业银行终于开始“自

我革命”。近日，中信银行宣布4月

18日推出“薪金煲”，为储值卡客户

的活期账户实现余额理财申购、基

金份额快速变现等服务，首批对接

的货基为信诚基金“薪金宝”。

相比较市场上的“宝宝军团”，

中信银行该款产品的创新在于其申

购和赎回采取“全自动”模式，客户

办理中信银行卡后，可设定一个最

低限额，即保底金额（客户自己决定

保底金额），超出部分将自动转为货

基，而在客户需要使用资金时，也无

需再发出赎回指令，可通过 ATM
机直接取款或直接刷卡消费，中信

银行的后台将自动实现货基的快速

赎回。

从“薪金煲”申赎方式看，“全自

动申赎”以及“实时快速赎回”是比

其他“宝宝军团”便利的地方。记者

注意到，目前市场上的“宝宝军团”，

尚没有自动申赎的先例，至于实时

赎回消费，目前除了支付宝旗下的

“余额宝”可以在淘宝与天猫使用

外，其他“宝宝”也未能实现。

与“余额宝”只能在淘宝与天猫

上消费不同，中信银行该款产品可

使用的范围将囊括银行卡的所有途

径，包括但不限于所有 ATM 机及

中信银行柜台取现、线上线下消费

和转账等支付行为。运作程序为，

当客户通过中信银行卡取现、消费

或转账时，“薪金煲”将会自动发起

相应货币基金份额的快速变现交易

申请，并迅速将变现款项转入客户

银行账户内，从而满足客户各类支

付需求。

简而言之，“薪金煲”可以在完

全不影响客户日常支付的同时，为

客户卡内资金提供目前远超1年期

定期存款的年化收益率，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傻瓜理财，这足以在银行

业甚至互联网金融领域掀起巨大波

澜。

一位业内分析人士指出，一旦

“薪金煲”功能全部实现，其支付效

果和活期存款几乎无差别，但却能

提供相对较高的年化收益率，对于

活期存款客户有极大的吸引力，“可

见其将颠覆目前银行业的活期存款

业务格局，不排除成为取代活期存

款成为新业务形态，从某种意义上

而言，相当于变相实现了利率市场

化。”

该人士同时称，银行推出可实

时取现的互联网金融产品，这意味

着针对“宝宝军团”崛起导致存款流

失的威胁，银行业正从被动防御转

变为主动出击，这将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目前互联网企业主导互联网金

融的格局。

只是，在阻止存款快速流失同

时，银行加入“宝宝军团”付出的代

价却较为惨重。中信银行 2013年

报显示，截至去年年底，该银行活期

存款规模达1.06万亿元。如果该笔

规模全部转化为“薪金煲”，按照目

前货基约5%的年化收益率计算，每

年收益约 530亿元，活期存款收益

只有37亿元，两者相差近500亿元，

而去年该银行的净利润不过 392亿

元。

中信银行推可实时取现产品
对抗“宝宝军团”或将取代活期存款

■本报记者 孙竹芗 浦东报道

近来，A 股走势跌宕起伏，众

多投资者心情随之上下波动。就

在一些市场人士喊出“今年的任务

就是保证资产不缩水”的口号之

际，市场对于欧洲股市的乐观预期

引发关注。

全球精选时代来临

诺亚正行 CEO 章嘉玉日前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国内

高净值人群来说，全球精选时代已

经来临。欧美股市的机会，特别是

欧洲股票的机会似已来临。

章嘉玉介绍，之前，诺亚财富引

导客户的资金通过私募股权基金投

资，帮助实体经济发展。而今年产

生了很多的机会，诺亚建议客户的

资产配置提高四大方向的比例，即

加大私募、创投基金的投资；加大二

级市场的投资；进行海外布局；加大

高端医疗的投资。

章嘉玉特别强调，美国经济已

经复苏，欧洲正在慢慢脱离衰退的

泥沼，而新兴市场开始趋稳。因此，

诺亚由去年以投资美国股票市场的

ETF 组合开始的投资美国，转向全

球精选。

欧洲或成投资乐土

欧元区经济自去年初以来复苏

企稳。

数据显示，欧元区GDP同比增

幅自 2013年一季度触及-1.1%的阶

段低点以来，随后几个季度逐渐增

长，同比增幅分别为-0.6%、-0.3%、

0.5%。

同期内，欧洲三大股指涨声一

片——德国 DAX 指数涨 1700 多点

报 9409.71 点，涨幅 20.96%；英股富

时 100 指数涨近 600 点报 6625.25
点，涨幅10%；法国CAC40指数涨近

700点报4431.81点，涨幅11.5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近日

在华盛顿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

展望报告》，上调了英国和欧元区的

经济增长预期，其中将英国经济增

速预期由此前给出的 2.55%和 2.2%
大幅上调至2.9%和2.55%。同期，欧

元区的经济增速预计为 1.25%和

1.55%，比此前预测值上调 0.1 个百

分点。

远离欧债危机之后，欧洲市场

风头正劲。欧股风向标斯托克泛欧

50指数涨至 2919.82点，自去年初以

来，该指标已经上涨超过 300 点。

有业内人士乐观分析称，欧洲由于

内部经济的逐渐企稳、政策面的宽

松以及国际环境的波动，接下来的

一段时间里，当地市场或仍是投资

乐土。

对于欧洲股市的持续走强，有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美股科技股的

深度回调阴影尚未抹去，而新兴市

场又面临经济下滑及市场动荡风险

加大的问题，至于日本的宽松政策，

则受到严重质疑。由此看来，欧洲

股市或将成为良好的避风港。

理财产品寻机而动

东亚银行上海分行理财经理彭

小姐介绍，最近该行推出的美元理

财产品中，投资欧洲股票的基金比

较抢手。对于银行，之所以为持有

美元的客户推荐，是基于对欧洲股

市的乐观判断。

彭小姐表示，欧洲股市市值处

于 2007 年以来最低区间，2 万美元

起的基金投资门槛也较为适中。

对于持有美元的客户而言，定存的

利率吸引力在降低，且没有意愿兑

换成人民币之际，可以考虑买一些

理财产品。例如 50 万美元的资

金，拿出 5 万美元买标的为一揽子

欧洲股票的基金，其余的仍做定

存。即便该基金不保本，但风险要

比已经上涨很多的美国股市小不

少。

全球精选时代来临

欧洲股市或成投资乐土

■本报记者 孙竹芗 浦东报道

日前发布的《2014 中国大众富

裕阶层财富白皮书》披露，2013 年

末，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额约94.1
万亿元，年增长 13.3%，大众富裕阶

层主要集中于金融、贸易和制造业

等三个行业，而最受青睐的前三大

投资品种分别是银行理财产品（基

本上为固定收益类产品）、房地产及

股票。

这一白皮书由《福布斯》中文版

联合宜信财富发布。数据显示，

2013年末，中国大众富裕阶层的人

数达到 1197万人，预计到今年底将

达到1401万人。

白皮书披露，去年中国私人可

投资资产总额约 94.1万亿元，年增

长 13.3%，主要由存款及现金的增

长、投资性房地产总值增长所带动。

随机调查结果显示，30岁至 50
岁之间的人群占到6成，是大众富裕

阶层的中坚力量。

接受调研的大众富裕阶层的学

历普遍较高，拥有本科学历的占

53.8%，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也有将近

10%，而专科以下学历的人群相对较

少。这反映了较高的文化水平是这

一群体基本特征。他们主要集中于

金融、贸易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与

去年相同。

整体来看，受访的大众富裕阶

层中有 86.4%进行了个人资产投资，

而问及是否打算继续用闲置资金进

行投资，这一比例从去年的 83.2%降

至今年的81.3%，2013年资本市场的

大环境降低了投资者的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理财产品

（基本上为固定收益类产品）、房地

产及股票依然是受访者最青睐的前

三大投资品种，这与去年的调查结

果一致，但比例发生了变化。去年

大众富裕阶层首选的银行理财产品

比例为 62.5%，而在今年的调查中，

比例蹿升至 80.7%，显示出大众富裕

阶层对固定收益类产品的钟爱。次

选房地产的比例则基本维持不变，

第三选择的股票从去年的 47.6%下

降至今年的37.6%。

同时，针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

调研数据显示，受访者中有 41.7%的

人群参与了互联网金融投资。

总体而言，大众富裕阶层拥有

一定的投资经验。其中有 20.8%的

受访者表示属于投资起步阶段、有

着1年以下的投资经验，同比去年上

升了 10个百分点。在风险偏好上，

保守的“中低档风险，中低等收益”

依然是中国大众富裕阶层的普遍选

择，占到了整体的 90.4%。固定收益

类产品符合“中低档风险，中低等收

益”的特征，这与大众富裕阶层最青

睐的品种为银行理财产品这一趋势

高度吻合。大多数受访者更偏好投

资期限短的产品：2年以下的投资产

品占比达 93.9%；2 年以上的投资产

品投资期限越长支持率就越低；10
年以上的投资产品仅占了不到

0.5%。可见，此类短期产品有着最

为牢固的投资群体。

资产管理方面，调查数据显示，

虽然近两年的受访大众富裕阶层首

选均是自己或家人独立打理，但该

比例从去年的 69.7%下降至 60.6%，

下降约9个百分点，说明更多的人逐

渐选择专业的投资理财机构代为打

理，这是理财市场一种积极的信号。

此外，根据本次的调研数据统

计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年龄的增

长，选择投资理财机构来打理资产

的大众富裕阶层呈阶梯状增长，随

着年龄及阅历的增长，专业理财机

构的价值逐渐被认可。

福布斯发布《2014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

固定收益类产品仍是投资首选

热轧卷板期货自 3 月 21
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交

易以来，交投较为活跃，市场

运行平稳，总体风险可控，套

期保值和价格发现功能初步

显现，受到了国内外热轧卷

板生产、贸易和消费企业的

广泛关注，市场开局良好。

截至 4月 18日共计 20个

交易日里，各月合约累计成

交 90.9万手（合 909万吨），总

成交金额为 306亿元，期末各

合约总持仓量 72444 手。日

均交易量 4.5万手、日均成交

金额 15.3亿元，交易规模、持

仓规模较为适中。

热轧卷板期货上市一个

月以来，期货价格整体呈先

扬后抑的走势。热轧卷板期

货上市后，受国内钢材消费

旺季来临，国务院会议出台

铁路基础建设、棚户区改造

和扶持小微企业等“稳增

长”措施因素影响，包括热轧

卷板在内的国内钢材市场价

格整体反弹，随后有所回

落。上市一个月以来，热轧

卷板期货价格与国内现货市

场价格之间体现出较高的相

关性，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

能正初步显现。从热轧卷板

期货主力合约的期现价差结

构看，热轧卷板与成熟钢材

期货品种螺纹钢期货的期现

价差结构基本一致，得到了

广大市场参与者的认同。

热轧卷板期货是继螺纹

钢、线材期货后挂牌上市的

第三个钢铁类期货品种，其

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或缺

的地位，它的上市是期货市

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又一重要

成果，市场参与各方对热轧

卷板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充满期待。目前，热轧卷板

期货挂牌仅仅一个月，市场

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要

真正充分发挥其功能作用还

需要一个渐近的培育过程，

需要得到市场各方的支持与

呵护。下一步，上期所将密切

跟踪热轧卷板期货市场运行

情况，根据市场运行特点，制

定风险防范、市场培训和投资

者教育等一揽子工作计划，促

进热轧卷板期货功能的逐步

发挥、逐渐成熟，推动期货市

场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

热轧卷板期货
上市一月先扬后抑

□吴婷 制图 新华社/供图


